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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Botan，一個被神異象推動的22歲
大專生。

八年前，主呼召我到中東地區宣教，
將和平帶到飽受戰爭蹂躪的心靈和國
家。那時，我不知道背十字架的代
價，我對祂說：「是的，主啊，無論
你帶我去哪裡，我都願意跟隨！」因
為我喜愛充滿冒險的生活。主知道，
祂的確在引領我的道路。後來，我迷
失在個人的慾望中，追求情感上與神
相遇，也因此每天質疑誰是我的主。
直至兩年前，我踏進中東的地界，明
白這不是我選擇的生命。我每天都提
醒自己要捨己，高舉耶穌，我不再尋
求屬世的安慰，不再掙扎應否回到舊
人。「主啊，感謝你呼召我成為宣教
士，我一生只屬祢！」

署
理
總
幹
事
的
話 姚樹根牧師

最近聽到有一群青年彼此勉勵，深盼能為主作
工，因為他們看到馬太福音24章14節的預言
應驗：「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
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耶穌回來的條件，
就是要所有民族興起。我們若期盼耶穌的再
來，就要想盡辦法讓所有民族聽到福音。筆者
對這群青年的意念十分感動，也深盼香港能迎
接新一波青年的宣教浪潮，並祈求主讓他們有
國際視野，焦點不再是自己，也不單關心自己
民族國家，乃渴想萬族萬國的復興，並立志將
福音傳遍世界各地，使萬國萬民歸主，迎接耶
穌再來。

若要看見這場宣教的復興，必須激勵眾教會和
眾肢體齊心努力，眾教會積極參與，年輕人要
突破環境限制，以信心回應宣教，完成福音使
命。當然，我們要祈求主的帶領，也要甘心為
主獻上自己，甚至為主犧牲，使每個民族得聞
福音，歸信主耶穌，領受新生命，滿足神的心
意，基督就必再回來。

我們香港浸信會差會定必盡心盡力參與青年宣
教事工，為此，我們在2021年率先推行「12
使徒行動」計劃，盼能匯聚眾教會的青年一起
獻身福音使命，向普天下未得之民宣教。

再者，差會正逐步邁向成為「獨立法人」，香
港浸信會聯會(浸聯會)理事會亦已原則vpd 上
通過，我們正積極跟進各樣行政事宜。深願主
的旨意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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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所有民族興起
Botan

中東宣教

在中東國家一年，每天以當地語言向穆斯林傳
道，建立教會。在這一年裡，我經歷主滿滿的
恩典，看到中東正在進入大復興。在我們團隊
服事的城市，兩年前只有3人信主，但疫情爆
發後，在隔離期間有30人信主。當中每個故事
都激勵我們，而中東民族的復興引證著耶穌再
來的日子近了。我們團隊中有一個穆斯林背景
的弟兄，他第一天來我們家查經時，已真誠地
說要信耶穌。我們回答說：「慢著，你知道鄰
國有許多人信耶穌嗎？他們信主前已經有死的
覺悟，因為你的家人可能會把你趕出家門，你
的朋友或會每天會跟你爭論信仰。」再問
：「你願意信耶穌，並為祂而活嗎？」「我願
意！」他回答。然後我們一同跪在地上接受耶
穌作救主。後來他為主結束一段不健康的感情
關係，停止吸煙，也立志成為宣教士，為另一
個民族的復興而活，至今仍緊緊跟隨主。願他
一生背起十字架，始終如一。

神的異象

過去半年，我一直在香港推動朋友和教會回應
宣教，他們向我解釋各人有不同的定位，中學
老師要以真理教導下一代，有人要留守商界中
向身邊的人作好見證，使我慢慢認識神國裡的
多樣性，覺得自己忠心站在中東的地界就可以
了。當我讀經禱告和思考何為異象的時候，恍
然大悟，原來我們眾聖徒同有一個異象。我們
期望見到耶穌快快回來，因為萬物都勞苦嘆
息，人心冷淡，但耶穌卻不會因此而回來，必
須看到馬太福音24章14節的預言應驗：「這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或譯：所有
民族）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耶穌回來
的條件，就是要所有民族興起。我們若期盼耶
穌的再來，就要想盡辦法讓所有民族聽到福
音。不論我們所站的位置是校園、家庭、公司
或其他地界，我們都應冀盼耶穌再來，要修直
主再來的路，參與宣教，以及興起身邊的人回
應，使所有民族作主的門徒。

主
題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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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教會的憧憬

我深信香港將會迎接新一浪青年的宣教復
興，正如戴德生年少時的委身帶來華人的興
起。這一代香港教會的青年人經歷對世界絕
望，但神要轉換香港青年人的眼光，不再滿
足自己屬世的渴想，不再望向自己的國度，
有國際的視野，渴望看見萬族的興起，並立
志將福音傳遍地極，迎接耶穌再來。

願眾教會一同迎接這場宣教復興，讓年輕人
突破環境限制，以信心回應宣教。讓我們在
主的帶領下，甘願為主犧牲，為要見每個民
族興起。在神面前列隊，並同心呼喊：「願
主快來！」期待更多與你們分享中東的復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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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年輕時光

大家好，願各肢體，在艱難裡仍得著從上主

而來的平安！

我是Bonnie，今年21歲，過往數年都在大

學校園內，參與推動非本地生的差傳事工。

宣教？！
談及宣教，我要先感謝主，為我預備一個

「非基督化」卻獨特的家庭和成長的環境。

我家因能夠接受多元文化的緣故，從小就讓

我有機會接觸不同種族的文化。同時，因為

我性格比較「非亞洲化」，加上上主給予我

對於深膚色人種，有額外的憐憫心，從小已

經與不同種族、國籍、宗教、膚色的同輩作

朋友。直至大學一年級，上主便挑戰我在校

園裡開始國際學生事工，以至日後，在穆斯

林學生事工開始缺乏肢體時，上主便帶領我

在出隊時，遇上對基督教不抗拒的穆斯林同

學，因此，我便開始在校園裡參與穆斯林學

生的服侍。

本地校園穆斯林事工
初探穆斯林事工時，便出現種種環境上的難

關。首先是社會運動，然後是新冠疫情，繼

而是今年進入最後一年大學生活，學習上、

畢業後去向等等的難關。於我而言，面對這

些又新又大的難關，或許是小信，加上膽

小，我總是選擇被動的去禱告主：「願主親

自帶領需要我認識願意聽福音的穆斯林同學

來到我身邊，好讓我能夠參與服侍。」每

次，我總是察驗主心意，或者可以說是測試

主是否真的給了我服侍穆斯林的使命。

一次又一次的測試，讓我以不同方式，認識

更多身邊穆斯林的同學，當中包括穆斯林學

生會的成員。透過建立友誼讓他們從我身上

認識基督徒的生活（我更渴望的是可從我身

上認識、看見主耶穌基督）。同時更讓我清

晰知道上主垂聽禱告，並藉此堅固我服侍穆

斯林的心志。

Bo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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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主轉化
歸主至今4年，我心裡只知道，若要全然跟

隨、順服主，即使面對家人的不支持，也會先

選擇遵行主的指示。從我知道神呼召我作宣教

士時，我就不斷禱告：「我家人要順服主，願

意明白主向我和他們所懷的意念，使我們一家

同心敬拜、服侍主！」

我已去世的舅父，在美國時願意順服主，信

主，其後到墨西哥宣教，之後帶領外婆、媽媽

決志信主，又在網上牧養我。這給我看見的是

：舅父一人的回轉，為我整個家族帶來祝福，

並讓不順服主而得的詛咒得以被主轉化。

我期盼見到的是：上主的應許更多的臨到我

家，甚至藉此可以祝福他人。(書24:15，徒

16:31)

把握年輕時光
最後，以《頌主詩歌》第31首〈基督滿

足我心〉來結束，鼓勵香港一眾年輕肢

體，把握我們年輕的時候，單單仰望主，

被主自由的陶造、使用我們。

詩歌的第3節歌詞是這樣的：

從前看重世間百物，因未思慕基督；

蒙昧心目主替我開，始知主賜萬福。

基督耶穌滿足我心，並無何人像祂；

仁愛，生命，永遠喜樂，都由耶穌賜下。

求上主幫助、憐憫，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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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能有份參與
Juliet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Juliet，現就讀理
工大學護理系四年級。

感恩有這機會讓我回顧自己是如何經歷
宣教，一個從遙不可及到觸手可及的歷
程。

從前的我，對於「宣教士」這身份感到
遙不可及，但自從跟隨教會參加了人生
第一次的短宣，有機會近距離與宣教士
同住、體驗他們服事的日常，聽他們分
享蒙召見證，就發覺他們也不過是普通
人，同樣面對掙扎和軟弱，甚至比一般
人更多，但他們就是願意擺上回應神的
呼召。在短宣的尾聲時，心裡就冒出了
一個很「危險」的問題：我會不會有天
也成為宣教士？

在緊接的一個營會上，我回應了呼召，
向神立志：若有一天神要差我到哪裏
去，我就去！儘管當時我只是個剛考畢
DSE，連成績還沒知道的中六生，並未
有具體確實的宣教方向，也不敢想像向
來反對我追求信仰的未信父母知道後，
反應會有多激烈，但我決定相信若是神
的旨意，祂定會為我開路。

升上大專後，幾乎每個假期，只要不與
實習撞期，我都會參與短宣，以探索認
識不同地方/群體的需要，尋求神給我
負擔的位置。直至二零二零年因疫情緣
故，沒能夠到海外去短宣，但正正如
此，神讓我看見更多本地跨文化服事的
機會，原來不一定要坐飛機到天涯那
邊，宣教機會其實也近在咫尺。神早已
將不同國籍的民族帶到我們社區，當中
更有不少是來自福音封閉的國家，讓我
看見這必定有神的心意，我們只管把握
神預備的這些機會，透過愛心的款待，
將神的國活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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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年多中，神特別讓我開始接觸從
沒想過要服事的群體——穆民，又一個
對我而言的遙不可及。因著一次本地跨
文化短宣，我了解到伊斯蘭很積極進
取，已有策略地在香港拓展，在我們因
社會動盪、疫情肆虐，以為福音工作也
要被逼停步時，他們不但每星期在尖沙
嘴打著「愛耶穌」的旗號吸引基督徒認
識、歸信伊斯蘭，在大學校園辦伊斯蘭
文化祭，甚至連他們的清真寺也開到屋
苑旁邊來了，即使我們再不關注回應，
他們都會找上門來。也讓我反思：作為
一群擁有真平安、認識救贖主的基督
徒，卻沒有像他們如此積極與人分享福
音的大喜信息，究竟為何？

故此，我開始主動在校園和社區接觸穆
民。感恩在疫情緩和的時候，讓我在校
園的隨機佈道中，接觸到三位巴基斯坦
女生，並建立關係；週末也在家傭聚集
的地方，與印傭姐姐嘗試打開福音的對
話。現在宣教、穆民已經成為我的日
常，因為當心裡時刻記掛著，自然與生
活上的大小事都連繫起來，也體現宣教
不只有出去者的角色，還有在本地作歡
迎者、持續禱告支持宣教士的差派者、
分享關於宣教的動員者等，每個人都能
有份參與作「宣教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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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ne

主內平安！我是Irene，一個剛從香港大學

文學院學畢業的青年。

談及宣教這個話題，我腦海中浮現各種不同

的回憶，想起多次掙扎、反思、求問神，究

竟甚麼是宣教？雖然最終並沒有找到答案，

卻發現只要我的心一直向著神的國，討神喜

悅、追求基督，宣教便與生命密不可分。我

從少在教會長大，在新西蘭成長，幼年時念

小學已與各地各國的同學一起學習，從少喜

愛文化、語言，喜愛神設立的多元性。現在

回望，看見神親自預備我這個平凡的女孩走

上宣教路。

十歲的時候，我一家由一個自由、放鬆的國

家移民來到香港，當時覺得就像搬離開天堂

般，這是我人生中一個最大的轉變。離開家

鄉到了陌生的地方需要重新適應，兩地的生

活節奏極不相同。當時，我陷於身份認同的

危機，又被恐懼、羞恥感等充滿，最能回到

自我，便是參與教會桌上遊戲小組，遊戲時

間我可以安全地玩樂、投入角色。中學時

候，我在營會中遇見神，當時神藉着一位姊

妹肯定我的價值，讓我尋回神眼中的自己。

上帝說，我是寶貴、獨特、美麗的，我第一

次深深地感受到天父的愛。營會第四天晚上

有一個宣教的呼召，我不自覺地心跳加速，

十分感動，一點認識也沒有，便帶著簡單的

信心回應了。在成長的過程中，天父整理我

的生命，在真理裡走向自由，不自覺地也踏

上宣教的路。

宣教心路
談中學六年級畢業時，牧者邀請我在大學之

前參加短宣，這是我第二次內地去。這一次

旅程成為我宣教路上的里程碑。記得當時，

我帶着戰兢的心離開父母去外地，旅程雖然

艱苦但滿有得著，充滿喜樂，十分深刻。我

見證當地基督徒開辦的孤兒院中的孩子，如

何心靈誠實敬拜神，我被他們真誠的心激

勵，重新明白父親的愛。沒想到最後一天竟

然遇上大患難，我被偷走了護照和重要文

件。當時的我十分焦急、十分自責，再加上

面對DSE放榜的壓力，完全崩潰了。在等待

的過程，我不住求問的心意。

接著幾天，宣教團隊漸漸離開，牧者留下陪

伴我。當時我認罪禱告，被聖靈大大充滿。

我發現，原來自己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要

受的是兒子的心，能夠靈裡呼叫：阿爸！

父！原來神揀選我作祂的兒女，賜我天國的

行在神的裝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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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當時我在禱告中被釋放，發預言又

看見圖畫。那一刻我便開始認識生命可以被

神引導，我單單只討祂喜悅。其實當時禱告

中看見的是復興的異象，還談及未來的事。

當時我一個人在內地滯留半個月，心中不安

時常常求問神，發現祂差我到香港大學。當

時被天父大大鍛煉忍耐和信心，大部份時間

都與神「密密傾」。原來天父預備我進入校

園作校園宣教士，透過生命分享基督的愛。

校園裡回應宣教

宣教的心慢慢發芽，我帶著校園宣教的使命

和異象，在大學獻上四年的時間給天父，與

祂和弟兄姊妹發了一場校園夢。當時我渴望

看見校園不同弟兄姊妹合一並且一同見證福

音。沒想到自大學一年級神在裝備我，直到

第四年才發現原來神一直為我預備服侍的地

方。最後一年我獨自一人留在香港生活，擺

上生命在院校團契，與幾位「莊友」帶著約

書亞的異象，為神設立居所，並且分享宣教

的使命。

四年級時，透過學園傳道會有機會認識穆斯

林的需要，原來他們與我十分相似，但他們

的生命充斥著對阿拉(Allah)的恐懼、信仰生

命中的羞恥感等。宣教種子逐漸播下，我渴

望將福音傳到異教信仰群體中。在大學的最

後一年，我以宣教的身份留下半年。年終聯

校大專奮興營中，天父提醒我「我是祂所揀

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

面前宣揚祂的名。」（徒9:15）上帝召我離

開香港這個已經成為了我家的地方，回到新

西蘭去，走宣教的下一個階段。我知道我是

神的器皿能把福音傳開，也盼望看見萬國萬

民能夠敬拜神！

逆文化衝擊中的期待

現在回到一個既熟悉又不很熟悉的地方，和

在外邦作寄居的狀況有點兒相似！本以為回

到家鄉是容易的事，卻發現撇下熟悉的地方

為要得着神，遇見困難重重。暫時仍然在重

新適應文化，觀察了解屬靈狀況，慢慢去學

習溝通模式等等。感恩的是祂為我有美好預

備，恩典滿滿！感謝天父讓我的生命在祂手

中被陶造，有休息、適應的時間。重新學習

盡心服侍，以天父眼光看世界，慢慢建立一

份對當地人的愛。期盼之後能為主奔跑，也

期待看見新西蘭——地極之處回應青少年宣

教的呼召！

或許我所作的談不上是宣教，但當中與神緊

密同行分享愛，過程有高有低，生命是美好

的。我享受與神同工，並有一份不能解釋的

喜樂，這應該是人能夠活出最豐盛的一種生

命。我想，作宣教便是獻上生命的一切熱

誠，走進異文化生活，聽命於上帝，分享基

督裡面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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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

為要得著阿拉伯人

大家好，我是陽光，一名香港職青，剛剛在去年底從中東宣教工場回

來。感恩我可與大家分享神給我的宣教異象！

年少時的夢想

在我年少還未信主的時候，很愛思考有關世界和生命的問題，經常困

惑為何這世界如此混亂，而且罪惡滿盈，有這麼多不公義的事發生。

我常常在想：這世界怎樣才能改變？我可以成為改變世界的一份子

嗎？

將生命獻主 領受宣教的呼召

神在我大學一年級時轉化了我的生命，我明白了生命的意義為何，就

是單單為主而活，先求祂的國和他的義！我立志一生都要榮耀和服事

神。

及後我參加了一個宣教祈禱會，第一次完整地了解福音的價值。原來

世上最大能的武器不是刀劍、知識或是財富，而是福音。縱然這世界

充斥著罪惡，可是當我們基督徒願意傳福音，帶領人信主，生命就得

以轉化，這世界要隨之改變！當時宣教士呼召在場的參加者，願意成

為改變世界的一份子嗎？我當時在想，這不就是我年少時的夢想嗎？

原來改變世界的方法就是宣教！我立刻跪下來，向主禱告說：我終於

知道要怎樣服事祢了！神開始將宣教的負擔放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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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參與短宣到印尼。有一天我在一個教

會中敬拜時，當牧師一彈奏詩歌時，我就潸

然淚下，我從未聽過如此動聽的歌曲。我開

始看到異象：我到了天堂，看見眾聖徒和天

軍天使都在讚美主耶穌。我依偎在耶穌身

旁，祂對我說：你覺得天堂很好嗎？多帶些

人來吧！我答道：主啊！我願意！從此，我

立定心志，一生竭盡全力傳福音。

對穆斯林的負擔

然後，我參加了一個大學的奮興營。在一次

的體驗遊戲中，我被安排扮演一位伊斯蘭教

的教長，負責辱罵基督徒。我當時在搜集關

於伊斯蘭教的資料，首次接觸伊斯蘭教，我

感到極為扎心。我實在無法接受世上竟然有

數以億計的信徒相信如此謬誤的教導！

我請教一位印尼的宣教士。她回答我說：伊

斯蘭教是撒旦的工作，因牠自知即將要下地

獄，想更多人跟牠同歸於盡，於是就利用了

伊斯蘭教。拯救穆斯林的唯一方法，就是向

他們傳福音！

隨即，神帶領我到一個阿拉伯國家短宣。我

當時認識很多穆斯林，他們都很虔誠地履行

宗教的義務，而且為人熱情友善。可是，他

們卻拜錯神了，滿以為自己可以靠著行為、

功德、聖戰就會得救，但因他們對耶穌的不

信，最終只會面臨永遠滅亡的結局。其中一

位穆斯林朋友表達，她很想找到真理。事實

上，耶穌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

祂，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我希望穆斯林能認識並接受使人得救的福

音，明白真理，得著真正的自由和釋放。

中東地區——宣教的戰略重地

現時穆斯林遍佈各洲各地，是全球增長得最

快的宗教。伊斯蘭教起源於中東阿拉伯地

區，世上最虔誠、最激進的穆斯林大都來自

於中東。中東一直是強大的伊斯蘭教營壘，

不但掌控著中東的屬靈狀況，更是不斷地輸

出伊斯蘭傳教士，攔阻福音在世界各地廣

傳。耶穌教導：人怎能進入壯士家搶奪他的

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

的家財。（太12:29）要粉碎伊斯蘭教在全

球的屬靈營壘，福音必須遍傳中東直到屬靈

復興。

再者，世界屬靈爭戰的核心就是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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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在耶路撒冷直徑三千公里的地區(即

中東)形成黑暗的營壘，完全封鎖了耶路撒

冷。但當主耶穌再來時，要直接進到耶路撒

冷，滅掉那站在聖地，毀壞可憎的。故此，

中東復興的最大意義就是預備主耶穌再來的

道路！

聖經告訴我們：「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

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埃及人也

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

華。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

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

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

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賽

19:23-25)

雖然猶太人(以撒的後裔)與阿拉伯人(以實瑪

利的後裔)為敵數千年，可是當耶穌的救恩臨

到，就要廢掉人與人之間的冤仇，猶太人與

阿拉伯人都要和好！以賽亞書19章中關於以

色列、埃及、亞述三國的預言即將要實現！

哈利路亞！萬民都要得福，一同敬拜主！

我決定委身參與在中東的宣教工作，因為我

渴望看見伊斯蘭教勢力的瓦解，以及以撒和

以實瑪利的後裔和好，而最重要的是預備主

耶穌的再來！

華人要得著阿拉伯人

過去一年，神帶領我到中東服事阿拉伯人。

神是慈愛又信實，他對阿拉伯人一直不離不

棄。我見證到很多阿拉伯人回轉歸向耶穌，

復興正臨到這個民族！雖然我的阿拉伯語並

不靈光，但是主的靈在我們身上，我們與當

地人建立了深厚的主內情誼，我的生命已不

能與這個民族分開了！

我體會到神揀選了華人作全球宣教大軍之重

要一員，尤其華人受到阿拉伯人的歡迎。我

渴望當我再次回到這些國家服事時，不只是

我一人，更有華人的團隊被動員一同服事，

共同收割禾場的莊稼。

對主的諾言

在一次宣教營會中，大會的同工問道：有誰

願意作長期的宣教士？不是三、五、七年的

時間，而是用一生的時間宣教呢？當時主的

靈感動我，我淚流滿面，走到台前回應主。

我不知我在世的日子有多長，但我再沒有別

的事渴求，只要我一息尚存，我願意被主使

用，將福音傳至地極，完成祂對我和列國的

心意，直至見祂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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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宣教經歷神

Yıldız

Merhaba (你好)！我是Yıldız，現在全職作

宣教推動事工。

宣教，本來是耶穌給所有門徒的大使命，馬

太福音28章19節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宣教理應沒有年齡、世

代、背景之分。有些人覺得年輕人不夠成

熟，不能承擔宣教服侍中種種的壓力和考

驗，到工場只會給當地的宣教工人帶來麻

煩。事實如此嗎？

我在大學時開始明白，宣教不是一個個人化

的呼召，而是為了預備耶穌基督再來——這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

後末期才來到。(太24:14)如此，為了預備末

期到來，那些民族還沒聽過福音，我就前去

服侍他們吧！帶著這樣單純的想法，我在

2018年來到了中東的T國。這是挪亞方舟、

七教會等眾多聖經遺跡所在之地，但這片土

地上八千萬的人口中，居然有99%是穆斯

林，許多的城市連一間教會都沒有。

我沒有接受過神學的訓練，又不懂得當地的

語言，我可以做什麼呢？但是，慢慢地我明

白了，不是我能做什麼，而是神逼切的等候

著福音使者來到這片土地上，給這裡的年輕

人分享祂的愛和盼望。這些年輕人在世俗化

的洪流下，其實也不知道自己具體在信什

麼，很想知道我這位外國人所信的是什麼，

我生命的計劃和目標又是什麼。很自然地，

我們在交談中開始分享自己的困難和掙扎，

當我分享耶穌完全改變我生命的見證時，很

多人都目瞪口呆——原來有這麼一位以馬內

利、與我們同在、在十架上擔當我們痛苦的

神！我們的神道成肉身來到這個世界去接近

我們，我們如果願意學習祂一樣，走到需要

福音的未得之民當中，去分享耶穌的好消

息，不分年齡都能做到吧！

在服侍當中，神也很有耐心地不斷陶造我，

讓我學習愛心的功課。有些慕道初信的朋

友，因為過去受到許多傷害，很難信任別

人，雖然他們一方面很感激我們關心他們，

但是他們又會故意破壞友誼，去測試你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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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
差會收支

收入 支出 盈餘(不敷)
差會經常費 216,074.04 499,620.29 (283,546.25)

南島
工場 28,000.00 950.00 27,050.00
宣教士-L 159,169.00 88,102.00 71,067.00
宣教士-M 5,400.00 74,968.00 (69,568.00)

北漠工場 29,400.00 - 29,400.00

緬東
事工 47,175.00 - 47,175.00
宣教士 81,415.50 72,529.50 8,886.00

德國
工場 - - -
宣教士 - S 156,250.00 9,350.00 146,900.00
宣教士 - C 80,806.00 650.00 80,156.00

國際事工 - - -

中國
事工 5,200.00 55,364.00 (50,164.00)
同工 20,000.00 38,386.00 (18,386.00)

本地跨文化事工 11,400.00 51,872.50 (40,472.50)

本地
宣教士-A 12,400.00 35,475.00 (23,075.00)
宣教士-C 12,500.00 32,035.50 (19,535.50)

教育及拓展事工 300.00 1,669.67 (1,369.67)

毫無保留的愛他們。很多時候，我的血氣都

影響我想放棄這些朋友，不想再關心他們或

為他們代禱了，但神總是提醒我，我也是非

常不可愛的人，神仍然愛我。我若要去愛這

些受傷的靈魂，必須要求神完全的愛來充滿

我，才能用神的眼光、神的愛去愛這些破碎

的靈魂。在服侍的過程中，我真正體會施比

受更為有福的真諦——我以為是我在用自己

的愛去服侍這些靈魂，反而是我被神的愛先

充滿了，更深的經歷了神那份長闊高深的

愛。

我非常感謝神親自帶領我走上宣教路，雖然

我有許多的不足和短處，但是神賜給我一群

同樣愛主的青年同工，能一同為著傳揚主福

音而一起努力服侍一年。在這一年，我更明

白宣教是我人生中最想做的事，就是能天天

經歷神的愛和大能，去改變一個靈魂、一個

民族、以至世界的歷史。青年確實能改變這

個世界，而這個世界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物

質或教育，而是神。讓更多的青年帶著神的

福音去改變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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